
算好碳交易“买卖账单”

李玉林是我省第一位“卖碳翁”。早在
2013年，他创办的新乡市天洁生物发电有限
公司将 18.64万吨碳排放指标以每吨 8.2欧
元的价格，出售给高盛国际，将近153万欧元
的交易额，创造了当时国内民营企业碳排放
交易的纪录。

此“碳”非彼“炭”。碳交易，这个至今
还令很多人感到陌生的概念，其实已经出
现了近 20年。199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业委员首次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
一种商品，允许进行交易。2014 年，我国
正式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工
作，并确定了 7 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
(市)。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统一部署，2017年启
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
目前，省发改委已经开展重点企业温室气体
历史碳排放数据核查，提前算好碳交易“买
卖账单”。核查涉及石化、化工、建材、钢铁、
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8个重点行业，预计
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万吨以上的工业企业
数量超过900家。

减排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

“谁节能减排多，碳配额用不完，就可以
卖出去；谁改造跟不上，就要花钱买‘碳’。”
李玉林说。碳权益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资本，
每年都有“买碳翁”与李玉林谈交易。

截至目前，我省通过批准的核证自愿减
排量（CCER）项目已有 177个，预计年减排
量 0.26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效益相当
于种植7万公顷的森林。“这些项目涵盖节能
建筑、植树造林、户用沼气等领域，明年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后，势必将成为我省经济
发展新力量。”省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处一位负责人说。

河南不是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
（市），但是碳排放交易的探索其实进行得
很早，2008年济源市就已经获批全国低碳
试点城市，信阳市现代林业生态园综合开
发项目，也是全国首个获批的碳汇林业项
目。

“十二五”时期，国家下达我省碳排放强
度降低目标为 17%，经初步统计核算，我省
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目标，为重点行业留下
了充足的调结构空间。

市场力量倒逼企业主动减排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已经进入
了倒计时，无论是资本界还是企业界，都按
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大唐邓州生物质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表示，对于很多进行节能改造以及新
能源发展的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长线回
报。

2007年，我省首家生物发电厂在浚县并
网投产，由于对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熟
悉，一年有超过百万吨、价值过亿元的二氧
化碳指标白白流失。

事实上，我省有不少企业已在行动。河
南投资集团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国电濮
阳热电在内的多家电厂都在积极进行超低
排放节能改造；平煤、安钢等传统工业类企
业则在减排改造的同时，积极扩展光伏发
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体系。

碳交易的可挖掘价值，正在变得更为现
实。据估算，我省900余家大工业企业年约
4亿吨至 5亿吨的碳排放，形成的交易市场
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为我省建设大宗商品
交易市场提供了有力契机。②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袁楠）8 月 3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上半年，三门峡市将扩大外
贸进出口作为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对外贸易累计完
成 4.97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占全年目标 4.68亿美
元的 106%，提前半年完成年度目标，增速居全省首
位。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认为，三门峡市进出口实现
快速增长，主要源于三方面原因：将引进外向型项目
作为主攻方向，实现了外资外贸联动；在强化工业产
品出口的同时，打造农产品出口基地，丰富出口产品
类别；实施外贸品牌战略，提升传统出口产品苹果的
附加值。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将引进外向型项目作为招商
引资主攻方向，要求所辖各县（市、区）每年必须新培
育或引进 2 个以上年进出口额 1000 万美元以上外贸
企业，并列入年底外贸目标考核。引进项目、投资 138
亿元的中金黄金产业园，全部达产后将使三门峡成为
亚洲最大的黄金综合回收基地，该产业园上半年已累
计进口铜矿砂 3.64亿美元，占全市进口总额的 73.2%，
成为全市外贸领军企业。

三门峡还是全国十大食用菌生产基地之一，该市
通过引进出口企业，打造食品企业出口基地，上半年
食品企业势头强劲，带动出口 9148.19 万美元，成为外
贸中坚力量。今年，该市已引进食用菌出口企业 5家，
另有 8家正在洽谈对接。

在招商引资的同时，三门峡市通过持续实施外贸品
牌战略，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既做强苹果等传统品牌，
也积极培育轮毂制造等新兴品牌，目前三门峡戴卡轮毂
已成为北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品牌境外定
点制造商。另外，全市先后有5个国家级、8个省级出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通过审核，数量全省第一。

此外，三门峡还充分发挥区位交通优势，全面强化
外贸支撑体系。一方面完善通关机制，扎实推行检验检
疫、海关通关一体化举措。一方面建设开放平台，积极
申报综合保税区。通过持续抢抓中欧班列（郑州）带来
的发展机遇，该市设立了三门峡口岸办，目前正在持续
推进三门峡铁路口岸、中欧班列（郑州）停靠站申建，力
促外贸区域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③6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马旺顺）8月 4日，记者
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中央下拨3065万元专项补助资
金支持我省做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目前资金已
下达至全省各县（市、区）地名普查单位。按照相关部署，
我省力争在10月底前全部完成普查任务。

1979 年至 1986 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地名
普查。30多年来，城市快速发展，市、县合并及拆分频
繁，行政规划不断变化，各地地名发生了巨大变化，迫
切需要开展地名普查，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地名管理工
作。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是国务院开展的一次重大
的国情调查，从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到 2018 年 6 月
30日结束。

我省于 2014 年 7 月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
作以来，整体进展顺利，目前全省各县（市、区）均已完
成地名普查外包服务招标，部分县（市、区）已完成地
名普查内外业操作，形成上报普查成果数据。省民政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我省要求各
地力争在 10月底前全部完成普查任务。同时，加大清
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力度，10月底前完成清理整治
工作。

据悉，为推进全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顺利
开展，今年我省实施了奖励机制，对去年地名普查工
作进展较快的汤阴县等 39个县（市、区）分别给予 4万
元的地名普查经费奖励。此外，为支持全省 53个国家
级及省级连片扶贫开发县搞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工作，今年省财政下拨 265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给予每
个县 5万元的特别补助。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范围内已完成地名调查目
录总数 705546条，地名信息整理入库 159047条，历史
地名调查考证8933条，不规范地名标准化处理3658条，
千年古城、古县、古镇、古村落调查摸底1106条。③7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8 月 4日，记
者从全省移民扶贫工作会上获悉，为确
保 6.2 万移民贫困人口 2018 年如期脱
贫，我省将采取产业培育、易地搬迁、技
能培训、金融支持等措施，其中力争
2020 年 50 家移民企业在新三板、四板
挂牌上市。

我省有水库移民203万人，2006年以

来累计投入后扶资金155.29亿元，移民收
入逐年提高，总体情况稳定。但因为一些
客观原因，目前全省仍有 6.2万水库移民
贫困人口。

产业发展是脱贫的根本办法，今后我
省将进一步加大移民产业培育，坚持“一
村一品”路径，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等
特色产业。其中省移民办、省旅游局、省

扶贫办、省国土厅、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联合出台了《关于在全省移民村大力扶
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计划
今年建成30个旅游村。

金融扶持也是今后的重要措施。省
移民办与省金融办今年联合出台了移民
企业挂牌上市指导意见，与中原股权交易
中心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用5年时

间培育全省移民后备企业100家以上，力
争到 2020年，在新三板和四板挂牌上市
移民企业达 50家以上，在四板展示企业
达200家以上。

此外，省移民办、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河南省分行加强合作，推出了“移民
贷”金融产品，为移民创业提供资金支
持。③4

我省加大水库移民脱贫扶持力度

确保6.2万移民贫困人口后年脱贫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8月 4日记
者获悉，省发改委、省扶贫办、省国土
资源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近日联合
下发《关于组织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
作的指导意见》，提出 2016 年~2020
年，我省将在太阳能资源条件较好的
地区，在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和有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的行政村中选择实施光
伏发电扶贫，并确保受益贫困户连续
20 年以上、每户每年不低于 3000 元
的光伏发电扶贫收益。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
在光照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因地制宜
开展光伏扶贫，既符合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战略，又符合国家清洁低碳能源发
展战略；既有利于扩大光伏发电市场，
又有利于促进贫困人口稳收增收。

我省要求，各地要根据当地条件
选择适宜的光伏发电扶贫模式。主要
有三种建设模式，一是村级小型光伏
电站。利用建档立卡贫困村荒山荒坡
等未利用土地，农业大棚或设施农业
等，建设 500 千瓦以下的小型光伏电
站。二是贫困户户用分布式光伏发

电。利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屋顶或院落
空闲地，根据其家庭状况和安装条件，
安装 5千瓦以下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发
电系统，发电收益归贫困户所有。三
是集中式光伏电站。有条件的县(市、
区)也可利用荒山荒坡等未利用土地、
设施农业空闲棚顶等建设集中式光伏
电站，土地租金、投资入股等收益统筹
用于贫困村或贫困户脱贫。

根据要求，这次光伏发电扶贫的
基本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各地要因地制宜开展这一工作，将光
伏发电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重要举措，积极谋划，协调推进。鼓
励和引导包村单位、企业、社会各界通
过捐赠或投资投劳等方式支持、参与
光伏发电扶贫工程建设。要充分尊重
贫困村和贫困户意愿，实行贫困村和
贫困户自愿申报。在建设资金方面，
我省将建立政府补助、社会帮扶、金融
支持、用户出资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
资金筹措机制。

目前，我省的台前县被纳入国家确
定的光伏扶贫工程重点实施范围。③4

我省“光伏扶贫”开启脱贫“新路”

8月4日，技术人员在内乡县余关镇黄楝村村部广场上安装报栏式光伏板。该县光伏扶
贫通过“公司+支部+贫困户”运行模式，利用各村村部、广场等集体公共屋顶安装光伏板，产生
的电能入国家电网出售，一年每户贫困户可分成3000元。⑨1 庞磊 摄

明年我国统一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碳交易，河南准备好了吗？

种植一棵树，建设沼气池，

这些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普通的

行为，可能会给你带来收益。

收益从哪里来？就从碳排放交

易中来。

明年我国将统一启动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预计期货市场

的年交易价值将达 4000 亿

元。资源大省河南如何用碳排

放交易的“减法”做好节能与效

益的“加法”？连日来记者进行

了调查。

□本报记者 栾姗 实习生 卢小松

上半年三门峡外贸
同比增长2.26倍
提前半年完成年度目标

中央 3065 万元支持我省第二
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

全省力争10月底前
完成普查任务

关注我省扶贫工作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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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国道241（原省道249）界岭
至栾川龙王幢大桥段改建工程拟于
2016年8月10日至2017年8月10日
实施封闭施工。

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
行。过往车辆请按以下路线绕行：

(1) 栾川至洛宁：栾川（S328庙
祖线）-栾川县三川镇祖师庙（S322
伊卢线）-卢氏县城（S59三淅高速
或者G209国道）-卢氏县官道口镇
（S85郑卢高速或者S323八官线）-
洛宁；

(2) 洛宁至栾川：洛宁-卢氏县官
道口镇（S85郑卢高速或者S323八官
线）-卢氏县城（S59三淅高速或者
G209国道）-栾川县三川镇祖师庙
（S322伊卢线）-栾川（S328庙祖线）。

特此公告。
洛阳市公路管理局

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公 告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闲置设备转让公告
洛公交易产权[2016]37号

经批准，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LYC公司”）通过洛阳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厂区内 187台
闲置设备（详见清单）公开转让。

此次转让行为已经LYC公司董
事会决议通过，并经河南机械装备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34 号）
批准。以 2016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
日，河南永联信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转让标的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已经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备案。

受让方应当具备：1.具有良好的
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及商业信用。2.
自然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
具有相应的设备拆除、吊装、清运能
力。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其他需披露的事项：1.成交后 3

日内双方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 20
天内将设备清运完毕。2.成交后保证
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在全部设备清运
完成后无息退还。3.其他事项详见
《特别事项说明》、《转让合同》。

交易保证金 10万元（以银行到
账为准，不成交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
息退还）。成交后3日内一次性支付
价款。公告期自见报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公告期满，若征集到两个及以
上符合资格意向受让方，采用拍卖方
式确定受让方。

地址：洛阳会展中心 A 区 4 楼
422室

联系人：李先生 白先生
电话：0379-69921073
网址：www.lyggzyjy.cn

2016年8月3日

国有企业资产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6）19号

受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
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下称产权
交易机构）拟对其拥有的位于山东省威海
市环翠区孙家疃镇的疗养院房产及所占土
地使用权进行公开转让。

一、转让标的
该疗养院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

镇，土地总面积为 3387.00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证编号：威环国用（95出）字第 52号；
房屋建筑3处，房产证号分别为：威环房公
字第 8-14-1 号，威环房公字第 8-14-2
号、威环房公字第8-14-3号，建筑总面积
为1802.55平方米。

转让底价为650万元。
二、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转让行为已经鹤壁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并经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批准。

三、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或备
案情况

转让标的已经河南兴源资产评估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5
年 8月31日。评估报告已经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四、受让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并

提供不低于挂牌价的资信证明；
2.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法人；受让方

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1.受让方应于成交当日与转让方签订

《实物资产转让合同》，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付清转让价款。如因受让方原因未能签订
《实物资产转让合同》，或者受让方未能一
次性支付全部转让价款或恶意竞价造成交
易失败的，则其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2.房产办理过户的相关税费按国家法
律相关规定执行。

3.受让方摘牌后，办理产权过户期间影
响过户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房产、土
地过户需发生的税费），由受让方垫付，待
交易手续完成后，由转让方返还受让方。

4.受让方摘牌后，若在本次交易期间
（《实物资产转让合同》签订至房产、土地过
户完成）需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房产、土地过户需发生的税费、滞纳金等）

超出405万元，超出部分由受让方承担；若
受让方不同意承担，转让方有权提出终止
本次交易合同，转让方保留产权，并将交易
价款全部无息退还受让方。

六、公告期限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截止

日期为2016年 9月 1日。若在公告期内征
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
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
关资料，并缴纳30万元保证金。逾期未提
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和未缴纳保
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若受
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交易费用和
拍卖佣金；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5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6年8月5日


